云南省康复医学会
云南省康复医学会 2017 年康复医学学术大会
暨六届三次全体理事[扩大]会议通知
尊敬的理事及理事候选人、各位主任、各位同仁：
遵照学会章程，经六届八次常务理事会议讨论决定，拟于 12 月
15 日至 17 日举行云南省 2017 年康复医学学术大会暨六届三次全体
理事会议，同期进行国家级继教项目（2017-16-00-153[国]， 10
分)及省级继教项目（2017-16-17，5 分）云南省康复专科医生培训
班（骨骼肌肉部分）暨第五届康复科主任论坛（12 月 13 日至 18 日，
见附件）等系列培训班及论坛：
一、六届三次全体理事会议日程简要安排：（详细日程以报到
时为准）
2017.12.13（周三）
2017.12.14（周四）
2017.12.15（周五）

13:00-20:00
8:00-17:00
8:00-17:00
全天
16:00-17:00
18:30-20:00
8:30-12:00

2017.12.16（周六）
2017.12.17（周日）

13:30-17:00
8:30-12:00
13:30-17:00

会前培训班报到
会前培训班
会前培训班
理事会议报到
会长办公会议
六届九次常务理事会议
2017 年康复医学学术大会暨
六届三次全体理事会议
各专委会工作会议及分论坛
系列培训班及分论坛
系列培训班及分论坛

二、六届三次全体理事会议主要议题：
1、本届工作报告、财务审计情况；
2、章程是否修改；
3、名称、住所是否变更；
4、确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时间，会员代表的资格条件、产生
办法等的制定，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5、修订本会会费标准草案和完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6、换届选举办法；
7、形成本次理事会《会议纪要》；
8、其他需要研究的事项。
三、会议地点：昆明市连云宾馆（圆通楼）；昆明市五华区圆
通街 58 号；市内乘坐 85 路、92 路、 95 路、100 路、101 路、 119
路、 187 路、 235 路到圆通街(圆通寺)下车即到。
四、会议相关费用：参加培训班、学术会议及理事会培训费
1000 元；住宿费 340 元/标间（含早），可拼房，需提前告知，食
宿及交通费自理，回单位报销。
五、会务及会展联系人：
赵

荣

吴雪云

18987166637(微信同号)

yarmoffice@163.com

18687193236

各专业委员会指定秘书或联系人保持与学会办公室的信息互通，
完成学会交办的分支机构各项任务，协助通知落实各专委会理事及
增补理事候选人按时参加会议及活动。
敬请全体理事及增补理事候选人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并准时参
加会议组织的各项活动，未缴费及无故缺席活动者将取消理事资格。

云南省康复医学会
2017 年 11 月 5 日

云南省康复医学会公众号“云南康复”试运行，更多信息关注
上方二维码。

目前已邀请讲座嘉宾简介：（按演讲顺序排列）
王于领：主任物理治疗师/博士，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康复医学科科主任；中国康复治疗
国际化教育物理治疗学专家委员会主席；
王文丽：副主任医师/在读博士，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云南省康复医学
会治疗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敖丽娟：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康复学院院长；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
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云南省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
孟繁媛：助教/硕士，昆明医科大学康复学院康复科学系副主任；云南省康复医学会治疗学
专业委员会秘书；
何 波：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影像中心副主任；
杨达宽：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级医院评审骨干专家；云南省康复
医学会会长；
李 斌：主任医师，文山州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文山州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聂 梅：主任医师，普洱市康复医学科主任；云南省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刘 芸：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昆明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云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
发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姚黎清：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云南省医学
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
陈文翔：教授/博士，台大医院复建部主任，台大医学院复健科教授，亚 洲 大 洋 洲 复 健 医
学会(AOSPRM)秘书长；
陈柏旭：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台北长庚纪念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李 放：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
杨卫新：教授，苏州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
李铁山：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
何红晨：博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
李圭范：康复专科医师，韩国首尔康复医院副院长；
朴相德：儿童青少年物理治疗师，韩国首尔康复医院青少年治疗科长；
金财煜：成人作业治疗师，韩国首尔康复医院主任治疗师；
李圣哲：成人物理治疗师，韩国首尔康复医院主任治疗师；
王南梅：教授，台湾中山医学大学讲座教授、昆明医科大学语言病理学系名誉系主任、国
际音声学会会员、台湾听力语言学会顾问、理事、亚太听语学会主席；
吴海莺：喉科专科医师、副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
何宏祥：资深语言治疗师，昆明长和天城康复医院语言治疗师组长；
潘建理：硕士/主治医师，台北中山医院；台北潘建理诊所院长；
陈至淳：专科医师，台北紫阳复建科诊所暨脊椎神经骨关节中心院长；卫斯理国际医学教
育中心执行长；
张云梅：主任医师/教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康复中心副主任；云南省康复医学会心
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明莹：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云南省康复医学
会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庆玲：精神科主任医师/云南省著名心理咨询专家，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艾滋病关爱中
心关怀部主任；云南省康复医学会心理复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附件一：
云南省康复专科医生培训班（骨骼肌肉部分）
暨第五届康复科主任论坛日程
日 期
12/13

12/14

12/15

时 间
13:00 开始
8:30-10:00
10:30-12:00
13:30-15:00
15:30-17:00
8:30-10:00
10:30-12:00
13:30-15:00
15:30-17:00

内
容
学员报到（昆明市连云宾馆圆通楼）
颈背部解剖、生物力学及康复
下腰部解剖、生物力学及康复
骨盆及髋关节解剖、生物力学及康复
肩部的解剖、生物力学及康复
肘部和前臂的解剖、生物力学及康复
手与腕的解剖、生物力学及康复
膝和踝的解剖、生物力学及康复
肌肉骨骼影像辨读

讲 者
赵荣
王于领
王于领
王文丽
王文丽
敖丽娟
敖丽娟
孟繁媛
何波

云南省康复医学会 2017 学术年会
8:00-8:30

云南省康复医学会 2017 学术年会开幕式

8:30-9:00

台湾复建医学的发展及服务体系建设

陈文翔

新形势下的等级医院评审
健康中国 2030 对康复医疗服务体系的影响
六届三次全体理事（扩大）会议

杨达宽
敖丽娟

9:00-9:30
9:30-10:00
10:30-12:30

第五届康复科主任论坛
12/16

12/17

12/18

13:30-13:45
13:45-14: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5:0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9:00-21:30
8:30-9:00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30-12:00
13:3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6:00-18:00
9:00-11:30
13:00-17:00

学科建设与管理经验交流——文山州中医医院
学科建设与管理经验交流——普洱市人民医院
学科建设与管理经验交流——昆明市儿童医院
学科建设与管理经验交流——昆医附二院
康复科主任的核心胜任力
台大医院复建医学科建设
康复科医生常用注射技术
成人痉挛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
儿童痉挛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
《康复科常用注射技术》编委会
肌骨超声在康复科的应用
肌骨超声--肩
肌骨超声--肘
肌骨超声--腕、手
肌骨超声实操--上肢
肌骨超声--脊柱、髋
肌骨超声--膝
肌骨超声--踝
肌骨超声实操
病例讨论
病例演示（C 臂、超声、肌电、电刺激引导的
注射技术）

李斌
聂梅
刘芸
姚黎清
敖丽娟
陈文翔
陈柏旭
李放
敖丽娟
敖丽娟
陈文翔
陈文翔
李铁山
陈文翔
陈柏旭
敖丽娟
陈柏旭
陈柏旭

附件二：
嗓音康复培训班日程
日

期

时 间
9:00-9:10
9:10-10:30
10:45-12:00
13:30-15:00
15:15-16:15
16:15-17:00
9:00-10:30
10:45-12:00
13:30-15:00
15:15-16:30
16:30-17:00

12/16

12/17

课程内容
引言
嗓音与嗓音异常
教师嗓音特色
教师嗓音医学处置
教师嗓音保健康复方法
提问与讨论
嗓音康复法（一）：嗓音生理功能运动法介绍
嗓音生理功能运动法运用
嗓音康复法（二）：共鸣用声法介紹
嗓音共鸣法运用
综合讨论

主讲人
王南梅
王南梅
吴海莺
何宏祥
何宏祥
何宏祥
王南梅
王南梅

附件三：
各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及学术论坛(详细日程另发)
日

期

时

间

12/16

13:3018:00

12/17

8:3012:30

课程内容
1、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及学术论坛
2、心理复康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及学术论坛
3、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及学术论坛
4、心血管病康复专业委员会学术论坛
5、儿童发育及康复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及学术论坛
6、康复教育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及学术论坛
7、物理治疗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及学术论坛
8、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及学术论坛

主讲人
杨明莹
陈庆玲
汤逊
张云梅
刘芸
敖丽娟

附件四：
富血小板血浆（PRP）临床应用培训班
日

期

12/16

时 间
12:30-13:30
13:30-14:30
14:30-15:30
16:00-17:00

课程内容
富血小板血浆（PRP）在职业运动选手的应用
PRP 在康复科应用的循证医学研究
PRP 对关节软骨作用机制研究及应用
PRP 在关节及软组织的临床应用

主讲人
潘建理
陈柏旭
何红晨
陈至淳

附件五：
韩国首尔医院康复医学学术交流论坛日程
日

期

时

间

9:00-9:50
12/17

10:00-10:50
11:00-11:50
12:00-12:30

课程内容
康复医学-为神经系统患者的运动调节，感觉
输入和康复治疗的意义
成人作业治疗-从下向式角度的作业治疗过程
成人物理治疗-步行训练的指南
培训 App 手里课堂介绍

主讲人
李圭范
Dr.
金财煜 OT
李圣哲 PT
朴相德 PT

